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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新医药法律法规
New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Health Care Field
（一）《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修订稿）》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Trials of Drugs (Draft for
Comment)
1.

颁布详情 Enacted details

1)
2)
3)

颁布部门 Promulgated authority: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颁布日期 Promulgation date：Dec 1,2016
截止日期 Effective date：Jan 1, 2017

2.

跟踪报道 Related content

为提高药物临床研究质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令 第 3 号）进行了修订，起草了《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修订稿）》，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请于 2017 年 1 月 31 日前将有关意见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化妆
品注册管理司。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rug clinical research,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Trials of Drugs (formerly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rder No. 3) was revised by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and CFDA drafted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Trials of Drugs (Draft for Comment) which is open to the public for comments now.
Please send comments by email to the Department of Drug and Cosmetic Registration of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before January 31, 2017.

3.

详情 Details: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修订稿）》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Trials of Drugs (Draft for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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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The Detailed Rule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Production License for Health Foods
1.

颁布详情 Enacted details

1) 颁布部门 Promulgated authority: the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2) 颁布日期 Promulgation date：Dec15 ,2016
3)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Jan1, 2016
2.

跟踪报道 Related content

2016 年 12 月 15 日，食药监总局制发《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下称《细则》），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细则》明确，保健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人应当是取得《营业执照》的合法主体，符合《食品生
产许可管理办法》要求的相应条件。申请人新开办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或新增生产剂型的，可以委托
生产的方式，提交委托方的保健食品注册证明文件，或以“拟备案品种”获取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资
质。《细则》规定了技术审查的各项内容，包括书面审查和现场核查。其中，申请人具有“申请增
加同剂型产品，生产工艺实质等同的保健食品”等 2 种情形之一，可以不再组织现场核查；申请人
在生产许可有效期限内出现“保健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的”等 4 种情形之一，不得免于现场核查。
On December 15,2016, the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FDA") has formulated and released
the Detailed Rule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Production License for Health Foods (the "Rules") which will
come into force as of January 1, 2017.
The Rules clearly state that an applicant for the production license for health foods shall be a legal
entity holding a Business License and satisfying certain conditions in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Food Production Licensing. Where an applicant sets up a new enterprise to manufacture health foods or
adds new dosage forms for production, it may acquire the licensed qualifications for producing health
foods either by submitting th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ion of the principal for health foods provided it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missioned production, or in the name of the type of product to be filed on record.
Moreover, the Rules provide for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technical examination, such as the paper
examination and on-site inspection. In particular, where an applicant falls under any of two circumstances,
one of which is that it applies for adding a new type of health food which involves the same dosage forms
and produced under substantially identical processes, the on-site inspection is not be required; where the
applicant falls under any of fou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health foods involved in the supervision and
the sampling inspection are found unqualified,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e production license, it shall not be
exempt from the on-site inspection.
3.

详情 Details:《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The Detailed Rule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Production License for Health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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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Review of Advertisements for Drugs, Medical Devices,
Health Foods and Formula Foods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Draft for Comment)
1.

1)
2)
3)

颁布详情 Enacted details

颁布部门 Promulgated authority:The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颁布日期 Promulgation date：Dec 15,2016
截止日期 Deadline：Jan 13, 2016
2.

跟踪报道 Related content

近日，食药监总局起草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处方药只能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食药监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
刊物上发布广告，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根据《征
求意见稿》，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不涉及其适应症（功能主治）、
适用范围、保健功能、适宜人群或者与其有关的其他内容的，只出现产品名称的，无需审查。《征求意
见稿》规定，广告批准文号有效期为 1 年，到期作废。经批准的广告，在发布时不得更改广告内容。

Recently, the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FDA") has drafted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Review of Advertisements for Drugs, Medical Devices, Health Foods and Formula Foods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Draft for Comment) (the "Draft for Comment") for public comments before January 13,
2017.
The Draft for Comment clearly states that prescription drugs could be only advertised on professional
publications of medicine science and pharmacy jointly designated by the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but shall not be
advertised on the mass media or publicized in any other manners targeting at the public. According to the
Draft for Comment, where the advertisements for drugs, medical devices, health foods and formula foods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do not involve in corresponding indications (major cures), application scope,
functions in health care, applicable group or other related contents, but only present names of products,
the review is not be required. The Draft for Comment provides that the advertisement permission
number is valid for one year and will become invalid upon expiry. The approved advertisements shall not
be altered when released.

3.

详情 Details:《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Review of Advertisements for Drugs, Medical Devices, Health Foods and Formula Foods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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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2016 年修订）》
Decision on Revising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Trial of Criminal Cases of Illegal Practice of Medicine
1．颁布详情 Enacted details
1)
2)
3)

颁布部门 Promulgated authorit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颁布日期 Promulgation date：Dec 16,2016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y：Dec 20, 2016
2．跟踪报道 Related content

2016年12月16日，最高法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的决定》（下称《决定》），自2016年12月20日施行。
《决定》修改如下：
一、删除原解释第一条第二项。
二、在原解释第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非法行医行为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
要原因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非法行医行为并
非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可不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
人死亡’。但是，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三、在原解释第五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本解释所称‘医疗活动’‘医疗行为’，参
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的‘诊疗活动’‘医疗美容’认定。”
On December 16,2016,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promulgated the Decision on Revising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Trial of Criminal Cases of Illegal
Practice of Medicin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ecision"), which will come into force on December
20, 2016.
The Decision was amended as follows:
1)Article 1 Paragraph 2 of th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shall be deleted.
2)After th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rd article to add one, as Article IV: "illegal practice of medical
treatment is caused by the death directly and mainly,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Criminal Law Article336 of
'the death caused by treatment'.'' "Illegal medical practice does not result in treatment of the death
directly and mainly, may not be identified as the Criminal Law Article 336 of the 'death caused by
treatment.''But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case , which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Criminal Law Article
336, paragraph 1 of the 'serious circumstances'. "
3)In th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5 to add a paragraph as the first paragraph: "t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dical activities' 'medical behavior', with reference to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n the details of the 'treatment activities' 'medical beauty' ."
3．详情 Details:《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 年修订）》
Decision on Revising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Trial of Criminal Cases
of Illegal Practice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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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案例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Key Case
国家发改委依法对美敦力价格垄断行为罚款1.185亿元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fined 118.5 million yuan
to Medtronic by price monopoly
2016年12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法对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敦力”）与其
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心脏血管、恢复性疗法和糖尿病业务领域医疗器械产品价格垄断协议的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罚款1.185亿元。
美敦力在中国境内市场采用转售的方式销售医疗器械产品，其交易相对人包括平台商和一级经销商。
现查明，至少自2014年起，美敦力通过经销协议、邮件通知、口头协商等方式，与其交易相对人达成垄
断协议，限定相关医疗器械产品的转售价格、投标价格和到医院的最低销售价格，并通过制定下发各经
销环节的产品价格表、内部考核、撤销经销商低价中标产品等措施，实施了价格垄断协议。美敦力还采
取了纵向限制销售对象和销售区域、限制经销竞争品牌产品的措施，进一步强化了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
实施效果。
目前，我国高值耗材和可植入医用设备的市场竞争整体并不充分，并且厂商主要采取转售的销售方
式，经销商之间的公平竞争是促进产品竞争、形成合理市场价格的重要方面。美敦力在心脏血管、恢复
性疗法和糖尿病相关医疗器械领域处于行业领先位置，其严格限制转售价格的行为，排除、限制了经销
商之间的竞争，限制了医疗器械品牌间的竞争，维持了相关医疗器械产品高价，阻碍了市场价格机制正
常发挥作用，增加了患者负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美敦力与其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固定向第三人转售涉案产品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涉案产品最
低价格的垄断协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且不符合《反垄断法》第十
五条规定的豁免情形和豁免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法责令美敦力立即停止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并处2015
年度涉案产品销售额4%的罚款，计1.1852亿元。
在调查期间，美敦力主动制定了整改措施，全面取消转售价格限制，允许平台商直接向终端销售，
不再限制经销商向跨区购买者进行销售，在具有市场力量的产品经销中取消排他销售限制，修订经销协
议、招投标管理制度、经销商管理政策有关规定，加强员工反垄断培训，完善公司反垄断合规体系。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进行持续跟踪监管，督促整改措施落到实处。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加强医疗器械行业反垄断监管，制止生产、销售等环节中的各种限制竞争措
施，严肃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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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文章
Professional Articles
对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修改背景及其亮点的简要探析1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Illegal Medical Practice and
Its Highlights
2016 年 12 月 19 日，最高法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决定》（下称《决定》），自 12 月 20 日施行。此决定的出台对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及量刑产生
重要的影响。同时，间接上也影响到了医疗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和执业医师执业选择问题。以下为对非法
行医罪司法解释修改背景及其亮点进行的简要探析。
（一） 刑法中关于非法行医罪的法律规定


刑法中关于非法行医罪的认定

刑法条款

主要内容

第 三 百 三 十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六条第一款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 三 百 三 十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
六条第二款
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行医罪的认定要件

1．客体要件
非法行医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及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从此点可以看出，
非法行医罪不是简单侵害了就诊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需要触犯了国家制度和公众的健康安全。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沈涛律师团队撰写，转载需经作者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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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观要件
1) 必须有擅自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根据现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活动”是
指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
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
2) 擅自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刑法》第 336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情
节严重”属于定罪情节，非量刑情节。
3．主体要件
1)
2)
3)
4)
5)

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
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
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
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
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疗行为的。
根据最新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2）中“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
的”情形，已被删除。
4．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对病人伤亡结果存在间接故意的罪过而不是业务过失的罪
过。间接故意主要体现在：在认识因素上，行为人既对自己缺乏行医技能和控制病情发展的能力是
明知的，又对病人在得不到有效及时治疗时会伤残直至死亡是明知的，所以不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但也不存在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必然发生或可能发生，即直接故意；在意志因素上，对病人的伤残、
死亡采取了漠然视之，听之任之的放纵态度，但也未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 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新旧对比情况
原司法解释

现司法解释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
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 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
医”：
(一)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
格从事医疗活动的;
（一）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
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
(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开办医疗机构的;（删除）
（二）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
事医疗活动的；
(三)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
医疗活动的;
（三）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

变化
删 除 原
司法解释第
一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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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
村医疗活动的;
(五)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
疗行为的。

乡村医疗活动的；
（四）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
医疗行为的。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
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节严重”：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
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的“情节严重”：

(一)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
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一）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
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二)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
传播、流行危险的;

（二）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
有传播、流行危险的；

(三)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
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
危害人体健康的;

（三）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
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
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四)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
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

（四）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
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
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
“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
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一)造成就诊人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
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一）造成就诊人中度以上残疾、器官
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二)造成三名以上就诊人轻度残疾、器
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二）造成三名以上就诊人轻度残疾、
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四条
非法行医行为系造成就诊
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应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
成就诊人死亡”。
非法行医行为并非造成就诊人死 增加第四条
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可不认定为刑
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
就诊人死亡”。但是，根据案件情况，
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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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实施非法行医犯罪，同时构
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
罪，诈骗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处
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条
实施非法行医犯罪，同时构
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
罪，诈骗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处
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无变化

第六条
本解释所称“医疗活动”
“医
疗行为”，参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
增加第六条
施细则》中的“诊疗活动”“医疗美容”
认定。
第五条
本解释所称“轻度残疾、器
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中
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
能障碍”，参照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
标准(试行)》认定。

第七条
本解释所称“轻度残疾、器
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中度
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
障碍”，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
行）》认定。

无变化

（三）修改背景


司法实践背景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屡屡曝出在职执业医师或退休执业医师租个房子看病，或者在自家看病，因
申请诊所执照而不得，卫生行政部门以原《非法行医司法解》第 1 条第 2 项为依据，以“个人未取得《医
疗机构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之情形而以非法行医立案，并最终被法院判处非法行医罪的案例。但
是，从立法目的来看，这种判决明显与“非法行医罪”的原立法目的相违背的，因为非法行医的犯罪主
体显然是指自然人，主要是指未取得医师资格或其他医疗资格（如乡村医生、接生员资格）的人而非法
从事医疗行为，由于其不具备医疗知识，显然会危害求医者的身体健康权。
至于个人开办医疗机构，只要该医疗机构从事医疗行为的人具备医师资格，即使该医疗机构未经卫
生行政部门许可，但并不因此增加了非法行医的社会危害风险，如对诊所开办人以非法行医行为定罪，
显然不符合《刑法》之“非法行医”的立法目的，其根本动机是在公立医院大一统背景下，利用刑法利
器打击社会医疗机构尤其是私立诊所开办者。
同时，在如今的互联网背景下，许多互联网企业积极开拓医疗领域这块未掘土地，采用互联网技术，
作为医院和执业医师会诊的平台和媒介，或者帮助医生在线了解患者病情。由于国家一直以来未完全放
开执业，因此，企业家们也怕自己被归入“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非法
行医罪的范畴中。
因此，原非法行医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众多的漏洞和诟病。


法律法规背景

2016 年 11 月 1 日，国家卫计委为了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管理，起草了《关于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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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下称《修改意见稿》），现行实施细则规定，医疗机构在职、
因病退职或者停薪留职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而修改意见稿中已将其删除，这就意味着在
职医务人员可以申请开办医疗机构。
该修改意见稿与卫计委同日发布的《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注册管
理办法”）也是相呼应的，该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明确提出：“医师应当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
业。在多个机构执业的医师，应当确定一个机构作为其主要执业机构，并向主要执业机构所在地的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向其他执业机构所在地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分别申请备注，备注内容包括本人
所有执业机构的名称。”
注册管理办法和修改意见稿二者实际上都是进一步放开医生多点执业的限制，若二者都能发布实施，
那么在职医务人员不仅可以多点执业、异地执业，也可申请开办个人诊所。若继续将“个人未取得《医
疗机构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作为非法行医罪的认定情形，明显与即将出台法律法规的立法趋势和
立法目的相违背。
（四）修改亮点


执业医师未经许可开办诊所无需再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定罪的原则，删除原《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这意味着今后个人主要是执
业医师未经许可而开办医疗机构的，主要是指在注册医疗机构外另辟地方行医的，或者执业医师辞职后、
离职后、退休后在任一地方行医的，即使没有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也不能再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但这一点并不是说医生非法行医就不受监管了，只是未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具有
执业医师证书的人行医不属于非法行医，可以不按照非法行医罪处理，但可能还要接受行政处罚。


加强了“造成就诊人死亡”情节认定的限制

原《解释》第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修改后《解释》第四条,该条规定，非法行医行为系造成就诊人
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非法行医
行为并非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可不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
诊人死亡”，但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此条的增
加，意味“就诊人死亡”情形出现并不代表一定按照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
亡”情节进行处罚，需要同时满足非法行医行为是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的原因，否则，根据案
件情况只按照“情节严重”进行处罚，这样在量刑上将大幅度减轻。


加强法律术语的具体认定

现解释增加了第六条，即关于现解释中所称“医疗活动”“医疗行为”，参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中的“诊疗活动”“医疗美容”认定。根据参照，我们可知道现解释中的“诊疗活动”即“指
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
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现解释中的“医疗美容”是指“使用药物以及手术、
物理和其他损伤性或者侵入性手段进行的美容。”这样一来，使得法律术语的界定更加具体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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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医师执业自由化的时代潮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行医司法解释》的修改显然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顺应了医生执业自由
化的大趋势，顺应了医生可自由开办诊所的大潮流。根据最新的新闻舆论导向和法律法规修改趋势，国
家正在全方位纵深推进医改，我们有理由期待将有一个更加合理公平的医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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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药行业最新监管动态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regulatory update
（一）传统医药行业-首部《中医药法》诞生背景及亮点内容2
Traditional medical industry
1．法律颁布背景
经济背景-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简称“纲要”）
纲要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中药生产企业达到3813家，中药工业总产值7302亿元，中医药已经传播
到183个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中药产业面临着集中度低、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重，部分中药材品质下降等问题；中
医药走向世界面临制约和壁垒，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
筹规划。
纲要同时提出，到2020年每千人口卫生机构中医执业类（助理）医师数达到0.4人；中医药产业现代
化水平显著提高，中药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30%以上，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
政策背景-《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简称“规划”）
首次将中医药行业提升至“国民经济重要支柱性行业”的地位，在“十二五”期间中药规模以上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从3172亿元增长到7867亿元，年均增长19.92%。
预计在“十三五”期间，中药规模以上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规模收入在2020年预期
达15823亿元，突破万亿，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5%，这将会给投资者进入中药行业打下一剂强心剂。
根据国务院2016年2月颁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截至2014年底，全国
共有中医类医院（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3732所，中医类医院床位75.5万张，中医类执
业（助理）医师39.8万人，2014年中医类医院总诊疗人次5.31亿。
另一方面，我国中医药资源总量仍然不足，中医药服务领域出现萎缩现象，以中医药人才培养和管
理为例，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弱，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缺乏，继承不足、创新不够。
行业背景-《2016中国医药健康产业投资促进报告》（简称“报告”）
除了政策红利不断推动中医药市场的发展，资本同样开始追逐这一产业。根据德勤近期发布的报告，
医药健康各个领域内的有着创新模式的企业均获得了投资机构不同程度的青睐，中药方面主要是传统药
材现代化工艺生产。
中药在近几年的创新模式主要为通过新科技把企业主打的传统药材加工生产成为可以高效产业化
生产的现代药品，且药品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这种模式需要长期的科研投入与耐心，也需要足够的资本
支持。
《中医药法》中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某种程度上这会导致中药材种植、
生产及流通成本将上升，且野生动植物资源稀缺，预计中药材价格具上涨趋势。

2

本文经《21 世纪经济报》整理而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egal Statement：Health care legal newsletter all the contents are reproduced or taken from newspapers or news websites, which purposes
are only for reference,not been regarded as the legal opinion.
Top of the document
14

Health Care Legal Newsletter
Issue 23 on 2017 Jan
2．《中医药法》主要重点内容
执业注册资格
《中医药法》规定，中医从业人员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获取执业注册资格。一是通过中医医师资格考
试，二是师承方式或确有医术专长人员，由至少两名中医医师推荐，经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实践技能和
效果考核合格后，获取中医医师资格。
医疗机构数量
《中医药法》规定，政府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有条件的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应当设置中医药科室等医疗机构，并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构及规范的中医养生保
健机构，亦被认为是未来中药企业、医药零售企业、产业资本整合资源向中医服务领域拓展的方向。
监管方向
《中医药法》“坚持扶持与规范并重，加强对中医药的监管。”其中，针对中医药行业中存在的服
务不规范、中药材质量下滑等问题，中医药法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如明确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
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严格管理农业
投入品的使用，禁止在中医药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等，并加大对中医药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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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医疗行业-春雨国际独家合作美国知名医疗连锁集团，首次引进
美国全科医生
Internet medical industry
1．行业动态
2016年12月，海外医疗互联网服务第一平台春雨国际携手美国知名医疗连锁集团坎布里奇健康联盟
(Cambridge Health Alliance，简称CHA)，引入创新基础医疗模式，打造以患者为中心的新型社区诊所，
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标准国际化的全科医学(家庭医生)医疗服务。这是春雨国际首次对准国内社区诊所面
临重塑的机会，将国际化的医疗标准与服务引进国内，这种创新型的国际社区诊所势必将为国内居民提
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服务。CHA创立于1996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拥有18家连锁医疗机构 (3
家医院，15家全科社区诊所) ，提供基础医疗、专科医疗、急诊、住院、儿童行为健康以及老年综合医
疗护理等服务。每年服务超过14万名患者。
此发展趋势表明了中国互联网医疗企业从国内市场的瓜分，竞争渐渐扩展至国外市场。
2．法律监管
国务院于2009年9月25日发布并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第292号令），其中规
定“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
门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从事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须经有关
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在申请经营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根据卫生部《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在向通信管
理部门申请经营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
管理部门审核同意”。
综上，企业从事互联网医疗咨询服务业务，应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中医药管理部门申请获得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资格，再向当地通信管理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只有在完成各项审批，获取相关服务资格和经营许可证后，才能从事互联网医
疗相关服务。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request.
有任何进一步疑问,敬请随时和我们团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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